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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何光兴）中国民主促进会
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6月16日至
17日在海口召开。17日上午，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
席严隽琪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代表民
进中央致贺词。

严隽琪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
民进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的工作。
她指出，五年来，民进海南省委会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
职能。紧密围绕中共海南省委、省
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发挥特色优势，健
全履职机制，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
言献策，提交了一批具有建设性的
调研报告和意见建议，得到了中共
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严隽琪强调，海南民进各级组
织要把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在长期革
命和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
风范一代代传承下去，保证多党合
作事业根基永固、薪火永续。要围
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履职尽责，充
分发挥新时代知识分子作用，围绕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普遍

关注、基层群众最为关切的难点问
题，多谋良策、多出实招。要围绕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等改革发展重点问题，认
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
能，努力开展社会服务，充分发挥民
进特色优势，为加快建设经济繁荣、
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
好新海南贡献力量。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韵声
代表中共海南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 下转A02版▶

民进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严隽琪出席大会开幕式

砥砺奋进的 年 走基层看变化

本报北京6月17日电（记者赵
优）6月16日至18日，2017北京国
际旅游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办。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华北
旅游客源地市场，高效宣传推广海
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形象，今
天上午，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北
京）旅游专场推介会在北京召开，重
点推介海南旅游新产品。

此次借助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举办之际举办海南国际旅游岛（北
京）旅游专场推介会，旨在把海南旅
游的新资讯、新动向、新产品向北京

这一重要客源地进行推介。作为中
国知名的热带海岛度假胜地，海南
正在重点打造海洋旅游、康养旅游、
森林生态旅游、会展旅游、乡村旅
游、文体旅游、特色城镇旅游、购物
旅游、产业旅游、专项旅游等十大旅
游产品体系。“未来五年，海南将建
设一批世界级、世纪级旅游项目，用
不断推进的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游客带去更多惊喜。”省旅游委主
任孙颖表示。

推介会上，重点对海南世界休
闲旅游博览会及海南国际海洋旅游

博览会、免税旅游、婚庆旅游、会奖
旅游、邮轮旅游进行了集中推介。
其中海南海花岛旅游项目、三亚亚
特兰蒂斯旅游项目等在建或即将开
业的滨海旅游综合体，受到了当地
旅行商的广泛关注和热捧。“许多喜
爱去海南旅游的北京市民已经游览
过海南的很多景点，这场推介会让
我们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到海南独
特的旅游资源和丰富的旅游产品，
我们会进一步地详细了解，以期丰
富我们的旅游产品设计。”中国国际
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高级经理韩芳

告诉记者。
在2017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上，以“阳光海南，度假天堂”“请到
海南深呼吸”为主题打造的海南展
馆打出“生态牌”，深受当地市民和
业内人士欢迎。针对华北旅游市
场特点，海南展台重点推出航天旅
游、高铁旅游、邮轮旅游、免税旅游
等近年来大热的旅游新产品，同
时，长影海南“环球100”、海南富力
海洋欢乐世界等旅游综合项目也
受到了北京市民、业内人士和媒体
记者的关注。

我省组团参加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并举办专场旅游推介会

海南旅游新产品亮相京城

助力渔民闯深海捕大鱼
儋州投资3.6亿元
建33艘钢质渔船

本报那大6月1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周鲁）
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发改委获悉，儋州更新建造钢质海
洋捕捞渔船项目，计划总投资3.6亿元，共建造33艘大
型渔船。开工3年来，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89亿元，建
成17艘渔船并已下水；另有2艘完成主船体100%，4
艘完成主船体85%，10艘完成主船体75%。

“我做了35年的大船梦，终于实现了！”今年52岁
的儋州市新州镇攀步村渔民李昌年兴奋地说，“我在
16岁时，就跟着大人一起出海。”不过，那个年代的木
帆船，抗风浪能力小。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与相关企业
合作，筹资700多万元建造一艘228吨位的大船。其
中，李昌年出资60多万元，其他资金来源于合作企业、
国家财政补贴，以及银行贷款。经过两年多的工期，琼
儋渔19036已建成交付给他，并成功试航。

更新建造钢质海洋捕捞渔船项目，由海南南海现
代修造船有限公司承建。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些渔船吨位，从228吨至775吨不等，建成下水后，对
渔民闯深海、捕大鱼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更新建造钢质海洋
捕捞渔船，旨在全面提升海产品加工、交易、仓储物流
等产业，使海洋产业成为该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持
续推进“海洋强市”战略。

我省挂牌督办
一批重大火患单位

本报海口 6月 1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消
防总队了解到，为推进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我省相继对一批存在重大火灾
隐患的单位进行了挂牌督办，其中大
多数为人员密集场所。

为了有效净化消防安全环境，去
年以来，全省各级消防部门对商场、
市场和重点单位及人员密集等场所，
开展了地毯式排查。据统计，截至6
月16日，消防部门共检查社会单位
83916 家，发现火灾隐患 91355 处，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90392处，临时查
封679家单位，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
工437家，共立案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66家。

据悉，海南省早已设立“96119”
火灾隐患举报热线，建成了火灾隐患
举报投诉中心，群众发现身边的火患，
可及时拨打热线举报。

海口举办火山黄皮大比拼活动

线上线下推介
农产品和旅游资源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 郑峻敬）满园尽是
黄金果，黄皮吐翠享佳名。今天上午，
2017年海口市秀英区第六届火山黄
皮大比拼活动在该区永兴镇电商扶贫
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不仅评选出了

“黄皮王”，同时推介了永兴镇4条特
色乡村旅游线路。

本次黄皮大比拼活动吸引了海口
共20家种养专业合作社参加，通过对
无核黄皮、大鸡心黄皮、小鸡心黄皮、
本地黄皮4个参赛品种进行分类评
比，从色泽、形状、质量、表皮光滑、口
感等因素来综合评分，按品种分组选
出4个一等奖。

“此次黄皮大比拼的成功举办，
在扩大永兴黄皮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的同时，也推广了‘互联网+农业+
扶贫’模式，引领农民创收创新，共同
致富。”永兴电商扶贫中心运营负责
人万龙介绍。

活动现场，秀英区对外发布了美
梅古村探秘之旅、美孝古村文化之
旅、儒张古村采摘之旅、冯塘古村亲
子之旅等4条永兴镇特色乡村游线
路。“我们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推广旅
游路线，希望能推动永兴农家乐和乡
村游的发展，扩宽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促进全域旅游的发展。”永兴镇镇
长林艳说。

中国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
全自动运行线路进行调试

地铁燕房线
全程无人驾驶

海南禁毒大会战成果展示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良
子）记者今天从海南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了解到，为破解我省强制隔离戒毒
所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完善医疗保障
机制，我省对病残吸毒人员实行三级
医疗救治模式，基本实现了公安、司
法行政戒毒场所医疗保障全覆盖。

据介绍，为推进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2016年 11月 10日，省卫
计委与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印

发《关于支持公安监管、司法行政
强制隔离戒毒等场所医疗卫生工
作方案的通知》，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方案明确了实施时限、实施内
容和责任分工。全省共协商指定
34家医疗机构对口支持全省各公
安监管、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
所大会战期间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并建立巡诊、信息报送制度。

目前，我省已完善了医疗保障

机制的建立和落实，对病残吸毒人
员实行三级医疗救治模式。

一 是 常 见 疾 病 所 内 诊 治 。
2016年 11月以来，省卫计委全面
承担起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和
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传染
性疾病的预防控制，规范诊疗行
为，要求34家对口支持协作医疗机
构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设置卫生
所，申请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明确法人代表为对口支持医疗
机构负责人，并落实相关责任，同
时协作医院派驻有资质的医护人

员24小时在卫生所值守，确保被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小病诊治不出所。

二是大病诊治有病房。各市县
对口协作的二级医疗机构均设置监
管病房，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患大
病在医疗卫生所有限条件下无法治
疗者可进入当地对口协作的二级医
院监管病房住院治疗。

三是危、重症患者就近分病区救
治。按照辖区分布，分别在海口市、
三亚市、儋州市6家三级医院设立专
门的监管病区，保证被强制隔离戒毒
病残人员患危、重疾病得到救治。

完善医疗保障机制

我省对病残吸毒人员实行三级医疗救治模式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两张同来自海坡村的楼房地图，
对于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委会主任
薛锡刚来说，感受却是截然不同。

最近一直被薛锡刚拿在手上的，
是海坡海鲜广场项目的规划蓝图。
地图上显示，海坡村委会西瓜自然村
内86亩的土地上，将投资6亿元建
起三亚最大的海鲜广场，明年春节期
间建成迎客。

“这块土地前段时间已经招商完
毕，征拆房屋也丈量完了，这个月项
目就要交地、进场施工。想到违建地
上就要建起旅游精品项目，能不激
动？”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坡村村民，51
岁的薛锡刚对这块热土上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都充盈着深厚情感。

然而，一年前，另一张海坡村乱
序无章的楼房地图，对于薛锡刚来
说，却是扎眼戳心的痛。

那是在海坡棚改指挥部的办公

室内的一张棚改“作战图”：海坡自
然村382亩的土地，是468栋错乱房
屋滋生的土壤，其中违法建筑多达
184 栋，违建面积达 83万平方米！
城中村内“握手楼”“接吻楼”“一线
天”式的违建到处可见；狭窄的过
道，令救护车、消防车根本难以通
行，火灾、坍塌等各种安全隐患更是
层出不穷。

“利益交织、人员复杂，农民建起
‘违建’，变成了‘包租公’，旅租收入
可观，要除掉这块‘毒瘤’，难，太难
了！”多年来，与当地村民、外地商人
斗智斗勇，薛锡刚心理压力颇大。

这块压在薛锡刚心中的“大石

头”，终于在去年7月落地。去年，三
亚城乡“二元结构”的突出矛盾，引
起市管理者高度重视，决心重拳出
击打违、棚改。海坡村吹响了棚改
号角。

今年4月，随着海坡自然村最
后一栋 18 层高的大楼轰然倒地，
三亚历时近10个月的海坡自然村
棚改项目的征拆工作全部完成，征
拆楼房达 468 栋，涉及人口 3000
余人。

故土重整，天翻地覆，炮机等拆
迁设备扬起的漫天尘灰散去后，是数
千名海坡村民的新生活。“海坡自然
村棚改片区土地前不久挂牌出让了，

以后这里将成为一线海岸的中心商
贸街区，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设施也将走进村里，我们也能享受
城里人的高品质生活！”家乡巨变，眷
念之余，薛锡刚更多的是按捺不住的
激动。

眼下，薛锡刚村务工作由打违拆
违，变成了引入投资、发展产业，以及
助力农民角色转型。使命之重，容不
得马虎。推动海坡海鲜广场项目、注
册三亚海坡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
农民职业培训特色课程……下功夫、
花心思去谋划着村民未来生活，成为
薛锡刚的新课题。

（本报三亚6月17日电）

三亚棚改将让数千名海坡村民迎来新生活

昔日违建重灾区 明日商业综合体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政府办公厅了解到，《海口市职业病防治规
划（2017-2020年）》日前出台。《规划》指出，2020年
前，将建立用人单位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黑名
单”制度，劳动者依法应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据了解，海口存在噪声、矽尘、苯系毒物等重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企业申报的有
448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约1.4万人。
目前海口仅有1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根据《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海口将建立
健全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
与和社会监督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格局。至少应确定1
家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本辖区内职业病诊断、治疗工作，
至少确定3家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
工作。

海口将强化源头治理，建立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落
后工艺、材料和设备淘汰、限制名录管理制度，推广有
利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
材料。以职业性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毒、职业性噪
声聋为重点，在矿山、有色金属、建材、木材、造纸和化
工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

为加大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力度，海口将对职业病
危害严重、改造后仍无法达标的用人单位，严格依法责
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依照法定程序责
令停建、关闭。

海口出台职业病防治规划
建立用人单位和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黑名单”制度

6月14日，俯瞰文昌昌洒至铺前滨海旅游公路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水稳层摊铺施工，周围的
绿化项目同时也在火热推进。

据了解，昌铺滨海旅游公路是海南“十三五”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配
套项目，全长50公里，项目总投资24亿元，目前路基施工已基本完成。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昌铺滨海旅游公路
路基施工基本完成

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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